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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 !是如何被解构的?
∀ ∀ ∀ 谈实用主义对 心灵 !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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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笛卡尔式的 心灵 !是西方 哲学的核心概念, 它 不仅构成 了近代以来 西方哲学 的 第一原 则 !, 同时
也是西方文化一系列二元区分的基础。笛卡儿式的心灵 概念继承了希腊理性主义哲学传统, 在德国哲学那里
得到进一步发展, 最终被杜威祛魅; 而与之相关又很不相 同的以感觉为本质的英国式心灵则被塞拉斯、
维特根
斯坦所摧毁。祛魅后的 心灵 !面临着两种选择: 要么被看作实践中形成的文化意义系统, 失去它 第一原 则 !
的地位; 要么被当作一种多余的累赘, 从哲学中剔除出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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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曾说过, 时间是什么? 你不问, 他还

形而上学乃至文化的传统。如果说, 前一种意义还

知道, 你一问, 他却困惑。关于 时间 !的奥古斯丁

主要是哲学作坊里的发明的话, 那么后一种意义则

式的回答, 也同样适宜于 心灵 !。我们时 常谈论

已经成了攫住人们思维的 直观 !, 正如罗蒂所说

心灵, 但真要反躬自问, 什么是心灵? 恐怕同样会

的: 每个人都总知道怎样把世界分为心的部分和

陷入奥式迷茫之中。

物的部分, 这一区分是常识性 的和直观性的。!

本文将要考察的 心灵 !概念, 是指由 笛卡儿
创立, 后来在整个西方哲学乃至文化中, 起着巨大
#1∃

#2∃

不论你如何抵制笛卡儿, 你似乎都不能不同意, 知
识就是在主观世界发生的关于客观世界的反映。

影响的 M ind。 它意指与外部物质世界相对而存

在谈到笛卡儿的心灵 概念时, 普特南曾 经说

在的内在精神世界。这个概念对于西方哲学来说,

道: 不试图揭示使笛卡儿 (或 笛卡儿主义加唯物

有两个重要的意义: 它既是整个近代哲学甚至包括

主义 )成为思考心灵的唯一可 能方式的概念变化

部分现代哲学的出发点, 即哲学的第一原则; 也是

的谱系, 我们就不可能认识到导致我们问题的某些

近代以来西方哲 学乃至文化的二 元划分的基础。

假设如何是偶然的; 只要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没有心灵 ( m ind) 就 没有以意识、理性为出 发点的

我们就会一直纠缠在这些问题中。!

西方哲学, 也没有目 前广为谈论 的主观 /客观、内

对前笛卡儿的心灵概念如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的

在 /外在、
事实 /价值、
知识 /情 感、科学 /伦理学等等

心灵概念加以研究, 从而揭示笛卡儿式心灵的偶然

的一系列区分, 这些区分是西方近代自启蒙以降,

性, 而本文则将通过考察 笛卡儿式心灵的 祛魅过

被广泛接受的概念框架, 它们奠定了西方知识论、

程, 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提出一种关于心灵的不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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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特南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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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以摆脱普特南所说的传统哲学问题的纠缠。

#6∃

一、笛卡儿式的心灵及其演变

说, 世界被分裂为二: 自然世界和心灵世界。!

众所周知, 笛卡儿 的 心灵 !指的是与 物质世

似的话, 杜威说得更加清楚、
明白: 笛卡儿的思想

界相对的一种内在精神实体, 物质实体的本质特性

就是古典传统的 &理性 ∋ ( nous), 它被迫转向内部,

是有广延而没有思维, 心灵实体的本质特性是有思

因为物理科学已经把它从它的对象中排除出去了。

维而没有广延。这里的思维首先是一种形式化的

它的内在性是企图调和旧传统和新科学的一种逻

理性活动, 理性是知识的基础, 理性为感性的杂多

辑的必然, 而不是什么内在重要 的东西。!

( 也是心灵中的观念 ) 提供了形式化的整理。一切

说, 笛卡儿的内在心灵是当时最能满足人们需要的

都要经过理性的检验, 由理性加以保证。认识只能

绝佳选择, 它既符合新科学的世界观, 又不至于把

是在心灵中发生的。这样, 哲学的第一原则, 即主

人变成一台机器; 既突出启蒙的理性精神, 又不至

体性原则便被建立起来了。

于让宗教的灵魂消失得无影无踪。笛卡儿的这套

理性能够把握事物的形式, 从而把握事物的本
二

新观念很快引起了整个世界观的彻底改变。可以

质。这一观点是整个西方思维方式的特征。在亚

类

#7∃

应该

语言能受到西方人的广泛青睐, 不是没有道理的。
它满足了人们生活、
理论的方方面面的需要。

里士多德那里, 努斯 ! ( 理性、理智 )被当作是人区

但笛卡儿注定面临着两个困难。首先, 感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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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于动物的主要特征, 虽 然它不能感觉, 但 能接

位置在什么地方? 如果心灵 的本质属性是 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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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儿的新颖之处在于, 他把这种能力放在一

觉在世界中没有位置, 感觉的处所被放置于心灵,

个叫做 心灵 !的内在实体中, 这样, 理性所建立的

这样, 心灵就既有本质属性思维、
理性, 也有非本质

知识就成了关于对象的一种再呈现 ( 即 表象 ! ) ,

属性感觉, 而由于感觉是在心灵中的, 于是它也可

而不是亚里士多德式的直接同一。这是希腊乃至

以被叫做观念。感觉是关于世界的直接观念, 但又

中世纪的哲学家们所没有想到的, 就像罗蒂所说的

是被隔绝在心灵中的。笛卡儿作为一个理性主义

那样: 在希腊和中世纪传统中 %%没有一种在位

哲学家, 对此 显得 很不情 愿, 于 是感 觉被他 降为

受对象的形式, 并潜在地和对象同一。!

#4∃

对 象有

思维 !即纯粹理性的话, 那么感觉不应该是心灵的

自己的形式, 理性能接受这种形式, 从而把握对象

属性, 而如果自然世界的本质属性是广延等可以用

的本质。理性本身没有内容, 它就是一种接受对象

数学测量的性质的话, 感觉也不是属于世界的。感

形式的能力, 或者说, 它潜在地具有对象的形式。

觉注定将流离失所。笛卡儿选择了向科学妥协, 感

内在空间的人心概念。!

#5∃

一种模糊的心灵模式 ! ( 第六沉思 ) 。其次, 更大

那么, 为什么会出现 笛卡儿的内 在心灵概 念

的困难在于, 心灵和物质不是对等的概念。物质实

呢? 毫无疑问, 这和近代机械物理主义世界观密切

体是指世界整体, 而心灵则是 我 !的心灵, 是一种

相关。笛卡儿是一位近代物理学的崇尚者, 在接受

经验个体的内在实体。休谟指出: 我们既没有办法

了近代物理主义世界观的前提下, 内在心灵的问世

用这种个体的理性为知识的普遍性提供保证, 也没

似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伽里略曾经说过, 宇

有办法越过当下 的我, 对 于他人心灵做出 任何承

宙这本书是用数学文字写就的。自然本身成了一

诺, 怀疑论成了无法避免的归宿。这样, 心灵不仅

种数学的集。凡是能用数学加以测量的性质就是

不能作为知识的基础, 甚至也不能对他人或世界做

世界所具有的真实性质, 否则就不是。这样一来,

出任何有意义的判断。如此, 哲学将窒息而亡。

思维显然不是世界中的。它只能被放逐在世界之

笛卡儿之后, 西方哲学开始分化, 产生了两种

外, 自成一统, 构成了一个独立的世界。这个世界

不同的谈论心 灵的方式, 或者说, 出现了两种 心

的名字叫 心灵 ! ( M ind) 。胡塞尔就此曾经说道:

灵 !。一种是英国式的心灵, 另一种是德国式的心

我们现在必须弄清楚, 把 &自然 ∋ 理解为隔绝的、
在实在方面和理论方面自我封闭的物体世界这种

18

灵。在英国式的心灵中没有理性的位置, 心灵就是
一堆感觉 ( 观念 ) , 知识不是理 性整理杂多感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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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而是一种非理性的心理联想。休谟将这种心

性。在这个过程中, 在先的环节扬弃在后来的环节

灵观推到极致, 它的困境导致了德国式的心灵的诞

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 每一个对象都是精神在扬弃

生, 这是西方人对 心灵 !所动的一次伟大的手术,

前面环节的过程中构建出来的。还用前面那个隐

十八、
十九世纪的德国是西方心灵概念演变的主要

喻来说, 按照黑格尔的思路, 杯子不是由一个纯粹

舞台。康德是这个舞台上第一位重要角色。

理性的形式整理感性的杂多而成为意识对象的, 杯

休谟的致命打击使康德意识到, 笛卡儿的问题

子是心灵塑造的产物, 但这里的心灵不是纯粹形式

在于把心灵等同于个体的经验自我, 关键在于, 必

的, 而是体现了前面整个理性活动过程的, 过去的

须把心灵从经验的自我提升到先验的自我, 使经验

关于杯子的精神内容都被精神扬弃在当下杯子的

的自我成为先验自我的一个体现; 心灵当然可以说

塑造之中。如果用我们的白话说, 杯子不是一个静

是个人的, 但它同时也是普遍的, 先验的, 正是先验

止的杯子, 它和人们对杯子的过去的认识、理解是

自我保证了知识的普遍有效性。心灵的工作就是

分不开的, 在当下人们对杯子这个对象的构建中,

用普遍理性统摄感性杂多的工作, 康德对这一统摄

凝聚着人们所有过去对杯子的理解, 这种凝聚就是

过程做了详细的阐释。按照康德的思路, 我面前有

康德所谓的直观形式、范畴, 但它不是康德式的纯

一个杯子, 作为我看见的杯子, 它当然是呈现在作

形式的而是变化的、富有内容的; 精神的活动就是

为个体的我面前的, 然而, 这之所以可能, 是因为在

这种理解活动。当下的理解, 又决定了后来人们对

我这里, 有一种纯粹理性, 它提供了我把握对象的

杯子的构建。心灵既是普遍的高于个体的, 又是在

先验形式, 所以, 我看到这个杯子, 就不仅是像笛卡

个体的精神活动中把自己实现出来的。黑格尔把

儿说的那样, 是个体自我的事情, 而更是一种普遍

康德的形式化的精神转变为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把

自我的事情。从逻辑上说, 那个普遍的先验自我高

康德静止的先验自我转变为演变中的精神。这是

于经验自我。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心灵第一次从

西方近代以来, 心灵概念演变的第二个里程碑: 心

个体中解放出来, 成了一种超越个体的东西, 一种

灵成了一个过程, 一种形 成中的形式与内 容的统

针对个体而言的先天普遍的东西。也正因为如此,

一。然而, 黑格尔毕竟没有迈出精神的枷锁, 演变

关于心灵的谈论不再是经验的心理学式的, 而是一

着的仍然是精神。精神 (思维 ) 既是精神的活动又

种形式的逻辑的, 一种所谓客观的谈论。但康德并

是精神的对象。心灵一定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

没有完全摆脱笛卡儿的阴影, 先验自我仍然是从孤

二、
杜威对于德国式心灵的改造

独的自我中发展出来的。笛卡儿要怀疑一切, 孤独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杜威一直是黑格尔的追随

的自我成了必然的结果, 而康德继承了笛卡儿从精

者。在改造笛卡儿式的心灵概念时, 他的思路明显

神中寻找普遍、
永恒、
必然的衣钵, 先验自我成了统

打上了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烙印。杜威

摄一切的精神之源, 成了知识可靠性的先天保证。

赞赏康德将心灵置于自我之上的观点, 但他和黑格

黑格尔接受了康德将心灵提升为先验的自我

尔一样, 不能接受康德那形式化的、静止的先验自

这一客观视角, 赞成心灵高于并先于个体自我的先

我。心灵在杜威这里和在黑格尔那里一样, 是一种

验主义, 但是他否认了康德式的静态的先验自我,

在变化中生成的东西, 一种形式和内容的统一, 一

提出了动态的演变中的精神概念。精神 ( 心灵 ) 不

种显现在时代中的理性。不同处在于, 杜威用自然

只是形式化的, 同时也是具有内容的。康德要在理

主义手术刀对黑格尔进行了头足倒立式的改造: 心

性的实际运作之前考察理性, 考察知识的可能性条

灵并不等于精神, 心灵其实就是在人与环境交互作

件, 考察知识的形式, 这就忽视了先验和经验之间、

用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意义系统, 这个意义系统由

形式和内容之间的辩证关系。精神不是一种可以

文化传统、
文化习俗所构成, 是一个流动着的、
制约

先于精神的演变而谈论的东西, 它是在个体的意识

着个体视界的地平线。它为每一个当下的知识提

中丰富自己、
实现自己的过程, 具有时间性和历史

供了前提 (先验的条件 )。西方哲学传统从古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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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德国古典哲学所强调的理性, 其实就是这么一种

的前提。没有这个系统, 也就没有我们当下所获得

意义系统。这是一种全新的解释, 心灵概念的背景

的观念。这是人和动物的最大不同之处。这个意

从先验的思辨转向了 在世 !的生活。

义系统就是所谓的 心灵 !, 而 当下的各种观念就

说到心灵, 人们通常会很自然地把它等同于个

是所谓的 意识 !。

体的意识活动, 心灵当然是我的心灵 !, 如果说心

意识 !也可以是动物的意识, 但那是一种非

灵是一种在每个个体之上的存在物, 这听起来未免

理性的感触 ( feeling) , 和符号的使用无关, 与意义

有些神秘。然而, 如果我们对心灵概念在西方哲学

无关。人的意识是和符号的使用相关的对于意义

脉络中的演变有所了解的话, 对于心灵超越个体的

的觉察 ( aw areness), 它不 是一种当下的偶 然的事

特征当不会感到困惑。在此, 杜威提醒我们, 要注

件, 一定有一个故事, 一个整体, 一个由情节构成

意区分关于心灵的两种表达方式, 一种是 个体的

的有机系列。这个联结的整体就是心灵, 它超出意

心灵 ! ( ind ividual m in d) , 另一种是 具有心灵的个

识过程的范围并制约着意识过程。!

体 ! ( ind iv iduals w ith m inds), 因 为 这两个 观念之

人和动物都是有意识的, 但实际上, 人的意识和动

间的差别是根本性的。!

#8∃

#9∃

表面 看来,

看起来, 心灵仿佛 是个

物意识的最大不同在于: 人的意识的背后有心灵的

体的心灵。其实不然。一个人面对世界要能说出

制约。人在和环境的交互作用中需要借助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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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什么来, 首先就要有分类, 有概念, 这些概念分类

传统所塑造的心灵 ( 意义系统 ) , 以对当下的事件

系统使世界呈现为诸 多的对象, 使世界具有 了意

做出意义方面的解释, 没有这种解释, 人的行为就

义。没有这套概念系统或意义系统, 就没有理解世

失去了普遍性、
连续性, 就会成为一种偶然的动物

界的可能。但很明显, 这样一套概念分类系统并非

性的行为。这种文化传统所塑造的心灵使我们个

由某个人所创造, 它高于个人 又同时为个人 所拥

人行为具有共同体特征, 使我们个人行为具有了普

南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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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似乎是在用心灵认识世界, 但他用于认识世

遍的意义。作为意义系统的心灵, 并不是先验的自

界的那个心灵其实已经高于他个人的意识了。用

我或抽象的精神, 而是文 化传统所造就的 一种沉

一种比喻的说法就是: 说心灵为个人所拥有, 类似

淀, 是人和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它来自于人们的

于说这所房子为我所拥有, 我并不能从自身创造出

社会实践生活。

二

这所房子, 我只是拥有使用它的权力, 当然, 我也可
以因此而被说成是这所房子的主人。

需要指出的是, 杜威所说的心灵并不是一个固
定不变的意义系统, 相反, 它也在人与环境的交互

这样一来, 心灵 !和 意识 !就成了两个不同

作用中改变着自己。它不是一座堡垒, 而更像一条

的概念, 这两个概念在笛卡儿那里是一个意思, 但

流动的河。心灵既制约着我们对当下事件的理解,

杜威基于上述考虑, 认为它们有着不同的含义。意

是隐藏着的意义 系统, 是 我们获得某些观 念的背

识在动物那里和在人这里是不一样的, 在人这里,

景, 同时它也在我们和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中演变

意识是指 对意义的实际的理解, 即各种观念。!它

着, 对于我们个人来说, 文化习俗、传统, 固然是我

和心灵很不相同, 是在心灵的背景下完成的对于意

们的先验理解结构, 但同时我们也在当下的生活中

义的实际理解和把握。而心灵作为一种意义系统,

参与对于这一意义系统即心灵的改变, 心灵存在于

制约并决定着意识对意义的理解。比方说, 当我们

动态的生活之流 中, 它本 身就是生活之流 的一部

读一本书的时候, 脑子里出现了很多观念, 这些观

分。

念就是我们在读书时所获得的意义, 它们直接呈现
给我们, 但又很快消失了。而我们之所以能在读书

三、
维特根斯坦、塞拉斯对于英国式心灵的瓦
解

时获得这些观念, 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由许多意

我们知道, 笛卡尔式的内在 心灵 !由三个东

义所组织起来的系统, 这个系统并没有直接被我们

西构成, 理性 !是其本质特征, 另外还有 感觉 !和

所觉察, 但它却是我们能获得这些观念、这些意义

情感 !等。如上所述, 作为理 性的心灵被德国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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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们所继承发展, 直到杜威对其进行了彻底的改

义的时候,

造, 使其失去了原先内在神秘的色彩。而作为感觉

沿着维特根斯坦的道路向前迈进了一步, 细致地分

的心灵则被英国哲学家们所发扬光大, 并在现代经

析了错误的所在。他认为, 之所以把感觉当作和思

验主义者如罗素、
艾耶尔等人那里得到进一步的修

想一样具有认知意义, 是因为在两者之间表面上的

正、传承。对这一心灵概念加以攻击的哲学家的名

相似形掩盖了其真实的区别。说 我有一 个关于

单可以排出长长的一列, 但在我看来, 其中的最有

红色三角形的感觉 !和说 我有一个关于天国的思

力者当属维特根斯坦和塞拉斯。

想 !, 两者的表 面语法十分相似, 这导致了 一种混

和德国式的心灵不同, 英国式的心灵将感觉作

他已经向我们揭示了这一点, 塞拉斯

乱, 把有一个感觉和有一个思想当作一样的性质。

为知识的可靠出发点。为什么? 现代感觉论者的

但这大错特错了, 因为一个是没有语言介入的非意

回答大致是这样的: 作为知识之基础的东西必须具

向的事件, 而另一个则是有语言介入的有意义的表

备两个条件, 即它必须是直接的, 同时又是不会出

达式, 两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错的。前者保证了基础的非推论性要求, 后者保证

角形的感觉是一种独特的事实, 既不是认知的也不

了基础的可靠性要求。而在感觉论者看来, 只有感

是物理的, 而是有它自己的逻辑语法。!

#12∃

有一个红色三
#13∃

二

觉才能满足这一要求, 因为理性是个含混不清的概

塞拉斯并不否认内在感觉的存在, 也不否认人

念, 不同的哲 学家们对什么是 理性有着不同 的回

们的内在感觉对于认知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但

答, 但直接的当下的感觉似乎可以避免这一困境。

他指出, 传统的感觉论者混淆了两种意义或两种关

感觉论者的论证是: 当我对某个东西比如一个红色

系。一种是因果意义, 一种是证明意义。我们的认

三角形有一个感觉时, 就意味着我知道这个三角形

知当然要有感觉的发生为前提, 没有感觉就没有认

是红色的, 从而也就是说, 我直接地、
非推论地认识

识, 感觉是认识的必要条件。然而, 作为必要条件

到, 这个三角形是红色的。这样, 感觉就构成了认

的感觉只是对我们的认识活动具有因果意义, 和我

识判断的出发点和基 础, 它决 定了知觉判断 的真

们的认识活动只 具有因果关系, 至于认识 的正当

假, 对知识起到了一种证明 ( ju stifica tio n) 的作用。

性、
合理性、真理性等证明并不来自感觉而只能来

而在这个基础上, 通过逻辑演算, 我们可以建立起

自于文化语言共同体的社会规范。如果塞拉斯的

更加复杂的关于世界的事实判断。所有这些判断,

论断可以成立, 我们就有理由说, 感觉不能构成心

也就是所有的知识, 其真假最后要回到感觉层面的

灵的本质, 因为感觉不能对我们的知识起到任何证

检验。

明的作用。

这种谈论心灵的方 式比起德国式心灵 的 柔
#10∃

但是, 难道感觉论者不能另辟蹊径, 自己发明

性气质 !来, 似乎更显得坚实、有 刚性 !。 然而,

一种内在语言, 直接指认感觉, 从而避免感觉的非

塞拉斯敏锐地发现了它的 阿基里斯 脚跟 !, 那就

语言性即感觉不能被表达的窘境? 维特根斯坦的

是, 感觉论者从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红色三角形的

回答堵死了这条通道。因为这种设想既不可能也

感觉 !推出 我知道这个三角形是红色的 !是不能

没有意义。说它不可能是因为, 如果没有第三者在

成立的。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红色三角形的感觉 !

场, 我们根本无法保证私人符号与其所指之间的关

只是一个非语言的事实, 并没有认知意义, 而 我

联; 唯一可以用来检验的标准就是回忆, 然而回忆

知道三角形是红色的 !则是一个认知判断, 两者性

的可靠性无法得到证明, 能证明回忆可靠性的只能

质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就是一种心理事件, 它是自

还是回忆, 这样我们就陷入了无穷循环的怪圈。因

然发生的, 而后者则需要动用语言从而需要学习,

此, 感觉和私人语言之间的联系不能通过直接的内

需要具备一种能力。前者是直接的, 后者则是受制

在途径建立起来。 说它没有意义是因为, 即便有

于社会规范的。当维特根斯坦说, 只有我知道我

这种私人语言, 也对我们 的知识讨论不起 任何作

是否真的疼痛 !这个说法既是错误的也是 没有意

用。这种语言由于它的私人性, 除了发明它的人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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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没有任何他人理解它, 它不进入主体间交流的平

#1∃应该 说, 把 m ind翻 译为 心 灵 !并 不十 分贴 切, 但

台, 因此, 当操这种语言的人说出一句话时, 在他人

除此之外, 我们没有其他更好的词汇。翻译的不确定性, 表

听来和一声鸟叫、一阵雷声并 没有什么根本 的不

明了思维方式的差异。

同。因此, 它并不对我们的知识判断构成任何有意
义的证明。发明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
塞拉斯和维特根斯坦都不是行为主义者, 他们
都不否认内在感觉的存在, 但是他们都认为, 这种
感觉并不具有认知意义, 因而并没有对知识起到任
何证明的作用。将心灵还原为感觉, 注定是行不通
的。
采用历史 追溯的 方式, 即外 延的思 维方式, 保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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